
亲爱的宝贝：

最近，你因为期中考试失利而闷闷不乐，情绪低落。是

啊，下学期就初三了，中考似乎在不远的地方招手，可是

成绩却不理想，妈妈知道你的压力很大。

虽然如此，可是亲爱的宝贝，妈妈想告诉你，一次的得

失不代表什么。 不到最后，不言放弃。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经历过这个时期的妈妈，

很能理解你的心情。 妈妈当年偏科得厉害，在初一初二的

平行班里，还能拔尖。 到了初三所谓的“快班”，劣势明显。

或许语文和英语还能“笑傲江湖”，但一到数学课，立马被

打回原形。 数学成绩要么总在 60、70 分徘徊，要么干脆不

及格。 面对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的眼神，面对天书一样的

证明题，面对周围的同学普遍一百多分的数学成绩，妈妈

觉得自己是混入精英中的“小丑”，极度自卑。 老师时不时

“快班还有考不及格的，拖班上后腿”的论调，把妈妈钉在

了“耻辱柱”上。 那时候，每天早上背着书包上学的我，实

在是不想上学，看什么都是灰色的，心理很压抑。 是的，妈

妈当年是一个理科“学渣”。 你看，妈妈当年可比你现在糟

糕很多啊，妈妈都熬过来了。 你偶尔失利，又有什么要紧？

当年，没有人看好数学“学渣”的我能“逆袭”。 妈妈很

感谢当年你的外公外婆对我不及格的数学试卷，从来没有

批评和指责。 你外公只是提过一次“要不要找老师补课”

招致敏感自尊的我强烈反对， 而从此不再提。 因为经历

过，所以妈妈懂得，不伤害你的自尊心，比成绩更重要。 但

是我们不能因为亲人朋友的体贴照顾， 而放弃自我的努

力。 总会有人问“考多少分啊”“成绩怎么样啊”，刺痛敏感

的神经。 与其这样地被动，不如主动地迎上去，接受挑战。

努力，不是因为分数的虚荣，而是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

妈妈当年是一个敏感内向的小孩， 很抗拒和不熟悉

的人打交道，习惯性地躲避不熟悉的人和事。可是“躲”不

了一辈子啊，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也许努力了也不会有

好的成绩来回报我，但我必须要努力，这样才不会让自己

后悔。 妈妈鼓起勇气，向自己很害怕的数学老师请教不会

的题， 向同学请教解题思路。 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

备， 接受别人的嘲

笑和白眼。然而，实

际情况比妈妈预期

的好很多。 虽然老

师语气里透着“这

个类型的题讲过好

几 遍 你 怎 么 还 不

会”的无力，虽然同

学很惊讶“这个很

简单还来问”，妈妈无非是脸红过耳，当作没听见，继续提

问。 妈妈发现，正视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 每天埋头

在习题中冲浪，时不时回头看看以前的知识点，妈妈一点

点地找到学数学的感觉。 做对一道证明题的喜悦，甚于作

文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 我的数学成绩一点点地有了

起色，终于从不及格，慢慢上升到八十多、九十多、一百

多。 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数学考试后，妈妈考了 108

分，这是我进快班以来考得最好的一次。 虽然也不过班上

的中等，但是那个分数意义重大。 放学回家，妈妈尽量以

平静的口气告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高兴得直搓手。 这个

细节到现在还很清晰， 我当时才知道， 他们并不是不在

乎，并不是已经放弃了，只是不想再给我增加压力。 但是

在分数定成败、定前途的当年，他们内心一样充满了焦急

和煎熬。 亲爱的宝贝，你看，妈妈这样的数学“学渣”可以

雄起，所以，妈妈想告诉你，要勇敢地直面问题。 迎上去，

你会发现， 你在心理上放大的困难， 其实很多都是纸老

虎。

宝贝，人生会有多的挫折。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妈

妈曾跟你讲过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如果你

相信自己， 并且不

断地努力， 这双隐

形的翅膀会帮助你

抵御风的袭击 ，带

你 飞 向 更 远 的 地

方。暂时的失利，不

代表永远失利，努

力、坚持，不轻言放

弃， 隐形的翅膀才

会更有力。 不要被眼前的失利吓倒，妈妈也跟你说过，当

你把手放在眼前时，它会大得遮住你的眼睛，让你看不清

前方。 但是当你把手拿得远一点，你会发现手变小了，你

能看见手以外的事物了。 拿得再远一点，手就更小了，你

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更远的风景了。 就像有些事情发生

了，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不得了； 但是过一段时间来看，也

没什么了不得的。 所以啊，不要被眼前的失利吓到，其实，

真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许你会问，妈妈，可是我的分数还是很低啊。 宝贝，

妈妈想告诉你的是，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以

后有更多的选择权。 是的，选择权。 分数，反映了你这一阶

段掌握知识的情况，它是一个“评价”。 到了中考、高考这

样的大考时，它是“钥匙”，打开不同大门的钥匙。 爸爸和

妈妈不唯分数论，更看重你掌握知识的能力。 学习就为了

培养掌握知识的能力，这个能力，决定你以后能走多远。

这世界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给你们划了线，不同的“线”有

不同的要求。 如果你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没有选择的主

动权，只能等待着被挑选。 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自主权，你

的自由度会很小。 反之，能力越强，这些条条框框，这些

“线”，约束不了你，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主动权在你的手

上，想一想，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的宝贝，爸爸

妈妈希望你达到的，是相应的分数匹配的能力，而不是分

数本身。 就像作家龙应台写给她的儿子安德烈的书上说

的那样，读书是为了拥有选择的权利。

亲爱的宝贝， 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拥有选择的权利，也

是让你变成一个有修养、有趣味的人。 渊博的知识，得体

的谈吐，恰当的幽默，这样的人充满魅力，充满了吸引力。

好看的花，美丽的景，你觉得是“哇，真好看”有说服力，还

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更形象？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

里挑一， 爸爸妈妈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 精神生活更丰

富，更有质量。

人生是道选择题，以后走什么样的路，在于你现在怎

么做。 亲爱的宝贝，妈妈知道你已经有了理想中的学校，

理想的职业。 前路有风和雨，但也有骄阳相伴。 爸爸妈妈

相信，雏鹰经过风雨的洗礼，更能翱翔于蓝天！ 加油，亲爱

的宝贝，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加油，我们一起

努力！

爱你的妈妈

20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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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亲爱的宝贝

■

铜绿山矿 梅晓艳

心语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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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口矿 胡少俊

职工摄影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宁静的办

公室里修改稿子， 手机信息声骤然响起，

惊得我心脏咚咚颤抖， 我拾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儿子班主任占老师发来的祝贺信

息：清泉爸爸，祝贺清泉月考冲进前五十

强！ 顿时，我喜出望外，激动不已。

说到儿子的成绩， 还得从我家的对

标故事讲起……

我在偏远的矿山工作， 平时无暇顾

及家里的事情， 尤其是儿子的学习，一

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原来，儿子在上

小学三年级以前，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

的，每次考试语文、数学差不多都能考

满分，也能写得一手好字，还是班上书

法比赛头号选手， 学校老师经常表扬

他，他上学读书的热情非常高。 可是后

来到了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周

末我回到家，他居然跟我说他不想上学

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无论

我怎么问他为什么不想上学，他总之一

句话：不想上学就是不想上学，没有为

什么。

夜深人静的时候， 儿子已经进入酣

甜的梦乡，他白天跟我说的一句话深深

地拷问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轻

轻地来到书桌前坐下， 打开儿子的书

包，小心翼翼地翻看他的书本试卷。 捧

在手心里的作业本，就好像是儿子的笑

脸，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我都看得很仔

细，字迹还是那么地工整，作文得分还

是很高，只是不该错的基础题错得有点

可惜，不知是粗心还是没有理解。 数学

已经开始学习四则混合运算以及亿位

数的读写了，知识点亦愈加深奥，早已

不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了，这是

我第一次这么严肃认真地对待儿子的

作业。

窗外那轮丰满晶莹、 圆润可人的月

亮不知什么时候挂上树梢了，妻子催促

着我早点休息。 倚靠在床头，我把儿子

的话复述给妻子听。 妻子看我没有一丝

睡意，索性也坐起身与我聊起来。

“你知道儿子在作文中是怎么写你

的吗？ ”

“不知道，他是怎么写我的？ ”

“我的爸爸平时不在家，只是周末回

来，即使回家了不是躺床上玩手机就是

出门照相，天黑了才回来，也不像从前

那样陪我，给我讲故事了，家仿佛成了

他的旅馆驿站……”

“你看看现在的你，在孩子心目中是

什么形象了？ 原来你回来了，孩子成天

粘着你， 假日结束返矿时儿子追着你

赶，哭着抱着你不松手，可伤心了。 ”

“我辞掉工作，在家里整天围着两个

孩子转，买菜做饭做家务，督促大宝读

书写作业，安抚小宝睡觉，好不容易盼

着周末一家人团聚，指望你帮我分担点

家务，帮着打扫卫生，辅导孩子的功课，

你总是说什么在单位里白天上班，晚上

对标学习，多么地辛苦，还说什么回到

家里要放松， 愉快度周末……分明是想

偷懒，不负责任没有担当，还找一大堆

托辞来掩饰自己，虚伪！ 你就不能在家

里也实行对标， 周末回来做做卫生，把

家里帮着收拾整齐，坏了的电灯更换一

下，辅导孩子的功课，把他的学习成绩

提升上去。 ”

妻子的话虽有点带“刺”，但很有道

理，作为父亲与丈夫，家里的顶梁柱，就

应该有责任担当。

“好！ 那我们在家里也开展对标，明

确职责， 对照清单查找自身存在的不

足，分析原因，做好沟通，及时解决问

题。 ”我态度坚决地说道。 妻子见状，愉

快地笑了。

自从家里开展了对标， 我从网上购

买了儿子上课学习用的课本，利用晚上

休息时间同步进行学习，每天都与儿子

通电话，询问他的作业完成情况，及时

地通过网络耐心细致地辅导；天气冷暖

变化了，嘱咐他适当增减衣服；周末回

家了，帮着清洗厨房油烟机灶台，收拾

房间、处理家务，减轻妻子的负担；春暖

花开，天气晴好，带着妻儿出门沐浴阳

光，欣赏美景，采风写景。

叶的一生，伴着树。

鱼的一生，伴着水。

雄鹰的一生，伴着蓝天。

陪伴是最温情的幸福。

……

晚饭过后，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客厅

的沙发上进行合作朗读，我已不再是一

个人或躺床上玩手机，或一个人出门照

相的游客了；儿子也爱上阅读，性格开

朗了，成绩愈来愈好，爱上学习了，被学

校评为“学习标兵”荣誉称号；妻子夸我

进步了，合格了，幸福写在她的脸上。

瞧！我这一家子对标赶超，幸福路上

我们努力奔跑着……

我家的对标故事

生活

点滴

■

丰山铜矿 刘鑫涛

职场体悟

前不久，我和丈夫有幸一起参

加集团公司召开的组织、 宣传工

作暨二季度党建例会。 作为基层

通讯员、志愿者，我们能参加这个

“高级别”会议，心情有些激动。 以

前只在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上

学习会议精神， 这次在会上现场

聆听公司领导的讲话， 颇有一番

感触在心头。

做基层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

作、通讯报道工作，很微小，如何

做？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翟保金说：“党建工作可以

做实，做得有成效，做到极致，关

键是工作实践的方法， 创新的方

式。 ”好一个方法论，好一个创新

思维！ 翟书记的讲话“接地气”，深

入浅出，话语是简单易懂，道理却

是深刻，引人思考。

我是第二代有色人，我的子女

也有可能会成为第三代有色人。聆

听翟书记的讲话时， 我边听边想，

翟书记提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引领、促进和服务企

业改革发展。各项工作都能够出实

绩，出成效，关键是用创新的思维，

有效的方式去做。

当年， 我们的父辈开荒拓土，

艰苦创业，“铜斧精神”一代代薪火

相传。现在公司上下正在如火如荼

地开展对标工作，新时代激励着我

们拼搏奋斗，新使命激励着我们责

任担当，新作为激励着我们奋勇向

前。 而平凡的工作，更需要我们一

丝不苟，极致追求。

春天孕育希望， 春天播种未

来。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大冶

有色的前景，必将灿烂辉煌。

平凡工作的极致追求

■

机电修造公司 彭萍

走进大草原

有时候，人需要一种说走就走的魄力，来一场风雨无阻的旅行。就在

这个春风吹遍大地的时节，我约上我的发小，远走高飞，来到了中国的最

北边大草原———内蒙古。

第一次“出走”，心情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反而有点平静，躺在开

往内蒙古的列车上，满脑子都是内蒙古那遍地是牛羊的画面。 内蒙古在

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大草原，那有一望无际的绿草，悠悠白云，湛蓝如

洗的天空，还有奔驰的骏马和成群的牛羊。 听说那里有最大的草原———

呼伦贝尔草原，有延绵起伏的大兴安岭，还有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湖。

这次走在大草原上，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看着蓝天白云，一片绿

海，在发小的带领下，我一路观赏美景，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赐予人

类这么宽广的草地。这次草原之行让我印象深刻的要数我在一村民家的

见闻。 我们来到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义隆永镇的一户村民家，这家的主

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好客，听发小说是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家，

大家都喊他小福子。 走进院子，就可以看到一片空地被一圈平房给包围

着，院子里有好多的羊，还有几条狗，有的羊看着有人进来，就朝我们这

边张望，没有丝毫的惊慌，估计是看到没什么稀奇，就扭过头去跟同伴玩

耍了。福子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家，家里有七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还有弟妹，家里主要靠养羊为生，现在家里有两百多头羊。

这时，从门外跑进来一头小奶羊，一下撞在我腿上，估计是被撞晕乎

了，在那打转转，我弯下腰伸手抱起它，抚摸它的头，小羊温顺地趴在我

怀里，眼睛望着不远处的一头大羊。 我定睛一看，那是一头母羊，正用两

只眼睛瞪着我，似乎在警告我，不要伤害它。这时福子也发现了羊妈妈的

异常，对羊妈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羊妈乖乖走到院子的一个角落，趴

在那晒太阳。福子告诉我，那头母羊是这小奶羊的妈妈，母羊生了四个崽

崽，这个是最瘦小的一个，羊妈妈最疼它了。 听了福子的话，也难怪羊妈

妈那样的表情了。我抱着小奶羊跟随福子走进中间的那间屋子，一进门，

感觉像走进了春天的花园，屋子里暖暖的，摆满了盆栽，花儿竞相开放，

就像百花园。 福子说，这是他种的花，因为家里养了羊，每天会收集很多

的羊粪，为了能有效利用资源，减少污染，他就想着在家里种花种草，用

羊粪做肥料，刚开始不会种植花草，后来积累了经验，就慢慢的越种越

多。现在家里种了玫瑰、倒挂金钟、对红、龙头、康乃馨、曼陀罗等，还有好

多盆放在其他房间。我围着那一盆盆半人高的花儿，一盆盆的欣赏，屋里

的景色，与草原上的风景相比，简直一个是绿的海洋，一个是花的海洋。

晚上，福子热情地给我们做了当地的美食，我们吃着烤羊肉，喝着羊

奶酒，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传说。 我这才知道呼

伦贝尔大草原源于一个感人的爱情传说：从前草原上有个叫美丽姑娘叫

呼伦，有个英俊的蒙古族小伙子叫贝尔，他们在草原上相爱了。在一个雨

后天晴的傍晚，恶魔莽古斯破坏了草原的宁静，笑着吸干了草原的水，从

毡房里抢走了呼伦姑娘，草原枯黄了，成群的牛羊倒地而亡。为拯救草原

和心爱的姑娘，贝尔抄起弓箭长刀，跨上枣红马冲进了枯萎的草原，寻找

莽古斯，因疲惫不堪跌下马来。就在半醒半梦之间，他看到了恶魔摧残着

呼伦的身影，呼伦变成一朵瘦小的“阿日愣”花，奄奄一息。贝尔从梦中惊

醒，睁眼看到了“阿日愣”花，拿出随身携带的仅剩的一点水浇灌花儿，呼

伦复活了，他紧紧的拥抱着贝尔。 这时候莽古斯出现了，再次夺走呼伦，

草原被沙石吞噬，天边烧起了大火，贝尔情急中想到了阿爸传给他的神

弓，向天空放出仅有的三弓，顿时大雨倾盆，草原复苏，牛马羊群复活。妖

魔带着绑在身后的呼伦又一次杀回，企图杀死贝尔摧毁一切，呼伦挣脱

绑绳，飞快夺下莽古斯头上的绿宝珠，一口吞下，山崩地裂，狂风大作，呼

伦化作浩荡的大湖。贝尔杀死恶魔，折断神弓，只听一声巨响，草原塌陷，

贝尔化做一池清湖，就这样一对情人把挚爱献给了草原万物，化作呼伦、

贝尔两个清澈汪洋的大湖。草原兴旺了，草原上的人们，为了感谢纪念呼

伦和贝尔就把这片草原命名为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美丽的故事一直流

传到今天，吸引了很多游客去看这对“有情人”湖。

在福子的陪同下，我们在周边的村落去转了一圈，感受了内蒙古人

的生活，看到了村民家中珍藏的蒙古袍，品尝到了奶油茶……

人在旅途

■

冶炼厂 肖伟


